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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主流恒温扩增技术及其优化策略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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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9年末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疫情严重威胁着人类健康与经济发展，遏制疫情发展的

关键是如何准确、快速地完成2019-nCoV病毒检定。虽然2019-nCoV检测主流技术平台为PCR聚合酶链反应，但

恒温扩增技术因其无需昂贵设备、操作流程简便、即时检验、结果判读简易可视化等优势，逐步成为某些紧急场景PCR替

代技术。本文综述了六种主流恒温扩增技术，即依赖核酸序列扩增、滚环核酸扩增、链置换扩增、解旋酶依赖扩增、重组酶

聚合酶扩增、环介导恒温扩增，并从等温核酸扩增原理、优化反应策略及其应用领域进行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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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utbreak of the noval coronavirus (2019-nCoV) at the end of 2019 is a serious threat to human
health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key to curb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pidemic is how to quickly and accurately
complete the 2019-nCoV virus test. Although the mainstream technology platform for 2019-nCoV detection is PCR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but isothermal amplification technology has gradually become a alternative technology for
some emergency scenarios due to its advantages of inexpensive equipment, simple operation process, instant inspection,
and easy visualization of results. This paper reviews six mainstream isothermal amplification technologies, including nu-
cleic acid sequence-dependent amplification, rolling circle nucleic acid amplification, strand displacement amplification,
helicase-dependent amplification, recombinase polymerase amplification, and loop-mediated isothermal amplification. It
describes the principles of isothermal nucleic acid amplification, optimized reaction strategies, and application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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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性疾病DNA/RNA检测是现代临床诊断医学
领域中一个重要问题，核酸扩增是分子诊断的关键步

骤。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
案》指出：核酸检测是判断患者有无 2019-nCoV感染
的直接证据，也是传染性疾病预后的重要指标[1]。目

前，聚合酶链反应(PCR)技术因其特异性强、灵敏度高
成为最常见的核酸检测方法。但因其检测过程繁琐、
需要专业人员操作和设备昂贵等因素，限制了基层核

酸检测的运用[2]。自20世纪90年代，科研人员一直致
力于研发更简易高效核酸检测方法，同时摆脱循环加
热仪器约束。核酸恒温扩增技术不需要温度的转换，
扩增实质是模板RNA/DNA持续处于单链/单链缺口

状态，即可完成基因片段的置换扩增[3]。这一特点简
化了仪器需求，同时也缩短 50%以上反应时间，所以
在急诊等快速诊断场景中具有巨大的应用价值，如今

也成为分子诊断行业发展中的热点。加之，恒温扩增

技术与酸碱指示剂或侧流层析试纸条技术结合等简
化了检测结果判读，使得核酸的即时检验能够真正地

实现。
恒温核酸扩增技术是在恒定温度下采用非热变

性方法解开DNA双链并完成核酸扩增的技术，支持在

同一个管中完成核酸扩增和结果判读全部检测过程，
具有简便、快速、灵敏度高等优点。主流恒温核酸扩
增技术包括：依赖核酸序列扩增技术(NASBA)、滚环

扩增技术(RCA)、链置换扩增(SDA)、解旋酶依赖扩增
(HDA)、重组酶聚合酶扩增(RPA)、环介导恒温扩增
(LAMP)。这些技术逐渐用于临床诊断、食品安全、转
基因农业等领域。本文将介绍上述恒温扩增技术的

原理及其在分子诊断的应用，并重点阐述优化恒温扩
增技术的策略。

1 恒温扩增技术

恒温扩增技术和 PCR扩增技术的实质都是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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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单链模板DNA结合后，延伸扩增目的片段，因此核

酸扩增反应的第一步都是将非单链的起始序列进行

处理变成单链DNA模板。本文按DNA模板变性方式

分为两大类，一类为依靠高温变性，例如NASBA和

SDA技术，虽然反应过程中温度恒定，但是初始阶段

需要 95℃预变性过程；另一类依靠解旋酶或者甜菜

碱等非高温手段使DNA模板变性，核酸扩增反应全

程处于单一温度，彻底摆脱热循环仪的制约，如RCA，

HAD，RPA和 LAMP等。6种恒温扩增技术比较见

表1。

表1 6种恒温扩增技术的比较

恒温扩增技术

双链打开方式

待测模板种类

所需酶种类(种)
反应时间(min)
反应温度(℃)
样本是否需要提核酸

引物设计复杂程度

NASBA
热变性

RNA
3
120~180
37~42
需要

简单

SDA
热变性

DNA
2
60~120
37~40
需要

复杂

RCA
酶活性

DNA
1
240
37
需要

简单

HDA
酶活性

DNA
2
60~90
60~65
不需要

简单

RPA
酶活性

DNA
3
60
37
需要

简单

LAMP
甜菜碱

DNA/RNA
1
15~60
60~65
不需要

复杂

图1 六种恒温扩增技术示意图

1.1 依赖核酸序列扩增技术(NASBA) 1991年
Compton模拟病毒RNA的逆转录复制方式，发明了

依赖核酸序列扩增技术(nucleic acid sequence-based
amplification，NASBA) [4]。该项技术的原理是由一

对 含 有 T7 RNA 聚 合酶 序 列引 物 介导 ，三种 酶

(RNase H，AMV逆转录酶和 T7 RNA聚合酶)共同

作用单链 RNA进行扩增，将反转录过程直接合并

到扩增反应。NASBA反应包含了两个阶段(非循环

相和循环相)，如图 1所示。其中非循环相(step 1~5)，
起始由模板单链 RNA合成 RNA-DNA复合体，再转

化成含有 T7 RNA聚合酶序列的双链 DNA。循环

相(step 6~10)双链 DNA在 T7RNA聚合酶作用下生

成单链 RNA进入循环相，进入反转录、降解、反转

录，如此循环反复，单链 RNA模板在 2 h内最多可

扩增 1012倍。NASBA扩增技术特别适用于RNA病毒

的检测，例如艾滋病病毒、丙肝肝炎病毒，细菌和肠道

病毒。美国FDA批准NASBA数字化芯片技术用于艾

滋病毒RNA的快速检测[5]。中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

疫总局将NASBA方法设为早期筛查禽流感病毒标准

方法之一(GB/T19440-2004)。韩国Kainos公司也研

发全自动便携式NASBA检测仪，使得NASBA更适于

疫情现场快速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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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链置换扩增术(SDA) 1992年Walke提出链

置换扩增技术(strand displacement amplification，SDA)，
这标志着一种全新机制DNA扩增技术的诞生。链置

换扩增 (SDA)反应体系关键性酶是 HincⅡ酶和

exo-klenow酶。SDA扩增反应涉及“切口-延伸-置

换”循环往复的过程。链置换扩增(SDA)原理如图示，

带有 nickase酶切位点引物结合到单链DNA模板后，

延伸后被内切酶酶切后生成 3'端 nickase缺口。另一

组引物会在此缺口处发生新链聚合反应，产生新DNA
链同时置换出旧模板DNA链。旧链重新进入SDA循

环不断重复，最终使得目标基因大量扩增。当前SDA
扩增技术主要用于传染病病原体定性检测，不仅扩增

DNA病毒，也可以扩增RNA病毒。赵锦等 [6]采用等

温链置换扩增检测体系扩增了登革热病毒DENV，扩

增产物用纳米金侧流层析试纸条技术检测，检测敏感

度为 10 fmol/L。GIUFFRIDA等[7]将SDA检测技术和

微流控芯片技术结合，成功检测出microRNA和DNA
靶序列。

1.3 滚环扩增技术(RCA) 滚环扩增技术RCA
(rolling circle amplification，RCA)是模拟自然界中环状

DNA生物滚环复制方式而建立的一种体外核酸恒温

扩增方法。RCA扩增技术关键是构建一个完整的单

链环状DNA和只能与单链环链DNA发生链置换扩增

反应的 phi29 DNA聚合酶 [8]。滚环扩增技术(RCA)原
理如图 1所示，线状DNA引物与单链DNA模板互补

结合，然后 T4 DNA连接酶作用下形成闭合单链环状

DNA模板，最后 phi29 DNA 聚合酶不断延伸生成

DNA新链并置换出旧链。被置换下来的旧链重新进

入循环过程，因此在 1 h内完成 106~109 核酸扩增。

RCA扩增技术在病原微生物检测、肿瘤早期筛查、

DNA及RNA的单核苷酸多态性(SNPs)、蛋白质的检

测等方面都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9]。TENG等[10]利用

RCA技术建立一种特异灵敏的快速检水样中副溶血

性弧菌技术，检测限达到 1 CFU/mL。WANG等 [11]利

用RCA技术检测血液中肿瘤标记物MiR-21的异常

表达。

1.4 解旋酶依赖扩增(HDA) 2004年，Vincent模
拟自然界中DNA复制过程发明了解旋酶依赖扩增技

术(helicase-dependent amplification，HDA)。HDA反应

步骤与PCR相似，均包括DNA链解旋、退火及延伸等

步骤，两者最大的区别是HDA反应用单链结合蛋白酶

和解旋酶替代PCR升温解旋双链过程，因此HAD是

一种彻底的等温扩增技术。解旋酶依赖扩增(HDA)原
理如图 1所示。Helicase解旋酶解开模板DNA双链，

再由单链结合蛋白酶(SSB) 维持单链状态，引物结合

到单链DNA模板上延伸扩增形成新双链。反复循

环扩增实现靶DNA量的指数增加，在 60~90 min内

完成扩增 109~1012倍 [12]。HAD具有灵敏度高、特异好

等特点，在临床诊断运用方面有诸多报道，包括了麻

疹病毒、副溶血性弧菌、沙门菌等病原体微生物的快

速诊断 [13]。王晓等 [14]对比了HDA扩增技术和 qPCR
检测手段，结果表明HDA扩增技术灵敏度比 qPCR
高10~100倍。

1.5 重组酶聚合酶扩增 (RPA) 2006年，Nial-
lArmes第一次描述重组酶聚合酶扩增技术(recombi-
nase polymerase amplification ，RPA)。这种恒温扩增

技术主要依赖于三种酶：单链核酸结合重组酶、单链

DNA结合蛋白和链置换DNA聚合酶。扩增循环步骤

如图所示：重组酶和引物结合形成重组酶-引物复合

物，结合到模板双链DNA形成D-loop结构D-loop一
条单链与引物杂交启动 DNA 扩增，引发链交换反

应。同时母链开始分离并最终形成两个双链体，将作

为下一个周期的模板。RPA反应速率非常快，一般可

在 10 min扩增 1012倍[15]。RPA技术在POCT有广泛运

用，在病毒诊断、细菌检测、SNP检测、食品安全检测、

基因突变等方面的应用进展均有相关综述 [16-17]。

ROHRMAN等[16]应用RPA-LFD技术快速检测干血渍

中HIV病毒。KIM等 [17]应用RPA方法在 10 min内就

可以直接特异地检测到鸡蛋和鸡肉中沙门氏菌，灵敏

度是实时荧光定量PCR方法的100倍。

1.6 环介导恒温扩增(LAMP) 2000年，Notomi
建立了环介导恒温扩增技术(loop mediated isothermal
amplification，LAMP)。该技术以其简单、快速、特异性

强、价格低廉等优势，已经成为市场最成熟的恒温扩

增技术。2002年，NAGAMINE等[18]引入环引物，大大

加速了整个链置换反应过程，使得整个扩增反应缩短

到30 min。技术核心原理是在 65℃附近DNA双链处

于动态平衡，即任何一个引物向双链DNA进行碱基

配对延伸时，另一条链就会发生链置换反应自动解

离变成单链。环介导恒温扩增技术分两个阶段：起

始阶段 F3引物首先和模板结合并延伸，同时置换出

互补单链，颈引物自我碱基配对形成茎环状结构；扩

增循环阶段以茎环状结构为模板，启动链置换合成

多环花椰菜结构DNA片段，可在 1 h内积累 109个拷

贝。LAMP技术已经广泛检测各种病原体检测，相关

国家行业安全标准多达 20余条，如快速检测志贺氏

菌(SN-T2754.3-2011)等。目前也报道基于 LAMP方

法的新冠肺炎病毒检测方法，HUANG 等 [19]利用

RT-LAMP法将新冠RNA病毒逆转录和核酸扩增同步

进行，快速检测时间仅为 30 min。设计了多重

RT-LAMP引物可同时检测了ORF1ab基因、E基因和

N基因三个基因，使用临床样本验证特异性可达

100%。日本荣研化学株式会研发了商品化LAMP检

测试剂盒，检测结果与PCR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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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优化策略

恒温扩增技术作为一类新型核酸分子诊断技术，

有着共同技术通病：大多恒温扩增技术是多种酶复合

反应体系，而酶处于非最适反应温度时，酶活力将下

降甚至引起负面效果，例如限制性内切酶会发生引起

非特异性切割、聚合酶碱基错配延伸概率增高等[20]；其

次恒温核酸扩增反应没有温度变化，局部复杂结构

DNA双链并未完全打开，或者重复序列也会形成发夹

结构，又或者引物与互补片段在低温情况下错误配对

等，某些情况下的反应体系里引物之间形成非特异性

互补，最后造成假阳性的结果；再者样本来源复杂，鼻

咽拭子或血浆等样本往往含有扩增反应抑制物，这会

降低扩增灵敏度、特异性和准确性差。本文从大分子

拥挤效应、核酸结构、酶稳定性和其他技术联用等策

略优化恒温扩增反应体系，以提高核酸扩增反应效

率、特异性和灵敏性。

2.1 拥挤试剂 拥挤试剂模拟了自然状态下细

胞的高度拥挤状态，拥挤试剂提高了酶促反应速率，

加快了酶反应速度[21]。在恒温核酸扩增中，常用的拥

挤试剂包括聚乙二醇、多聚蔗糖等。MOTRÉ等 [22]在

HDA反应中额外添加5%多聚蔗糖400，可以缩短一半

的反应时间。SASAKI等 [23]发现 RCA扩增产物与聚

乙二醇添加量成正比，其机制可能是聚乙二醇有助

于探针和模板结合，从而显著提高聚合酶活性。钟

文涛等 [24]认为拥挤试剂环境影响了蛋白质空间结构，

通过非折叠状态变为折叠状态来增强酶的稳定性，降

低蛋白酶反应的自由能提高酶活性。

2.2 模板结构 恒温条件容易导致单链DNA形

成局部二级结构(或发夹结构)，引物自身二聚体和非

特异性扩增，因此如何使双螺旋解链DNA变性成单链

模板，成为提高特异性扩增的关键因素之一。甜菜碱

可帮助DNA聚合酶顺利通过DNA某些复杂二级结构

(如高GC区域)，防止DNA聚合酶的从模板中解离。

LUO等[25]发现引物如果没有经过严格筛选，RPA技术

中很容易出现非特异性扩增。但是在RPA反应体系

中添加0.8 mol/L甜菜碱，可以提高RPA检测的灵敏性

和准确性，从而有效检测到临床血浆样本中的乙型肝

炎病毒。单链结合蛋白(SSBs)非特异性与单链DNA
结合，使模板处于单链状态防止单链形成二级结构，

并且保护单链部分不被核酸酶降解。ZHOU等[26]研究

CRISPR-SDA恒温扩增技术时，发现缺少SSB蛋白，引

物的 3'末端很难结合到 dsDNA，从而影响下一步扩增

实验。 MIKAWA等 [27]在RAC扩增中添加 SSB蛋白，

不仅加速反应速率并且减少背景信号。

2.3 酶稳定性 核酸检测过程中必须减少样本

中内源抑制物的干扰作用。这些内源抑制物(包括血

红素，蛋白酶等)可以抑制了酶活性和破坏酶结构，最

终造成扩增产物少或假阴性。牛血清白蛋白(BSA)因
富含赖氨酸，可通过疏水键相互作用力消除了多酚类

化合物，以降低了抑制物的干扰作用。WALKER等[28]

研究认为牛血清白蛋白通过可与酚类化合物和多糖

结合，避免聚合酶失活，优化SDA反应体系。LIN等[29]

研究了不同浓度的BSA在数字LAMP的优化作用，结

果表明1 mg/mL BSA可以达到最佳的检测效果；他认

为BSA通过保护酶的稳定性降低引物二聚体形成，最

终提高反应特异性。海藻糖通过抗氧化、热、干燥、脱

水等不利外界因素来保护酶的稳定性，最终显著地提

高酶的热稳定性和活性。WAN等[30]利用LAMP技术

检测沙门氏菌时，不仅发现添加5.0%海藻糖可以缩短

将近 20%的反应时间。此外，海藻酸酶是冻干反应混

合物的酶稳定剂，李美霞等[31]结果表明海藻糖作为保

护剂机理：海藻糖与蛋白酶表面残余水分子结合，使

蛋白酶构象更稳定。

2.4 与其他技术结合 恒温扩增技术与CRIS-
PR-Cas系统结合。CRISPR蛋白具有特异性地精确定

任何双链DNA序列，具有高特异性。目前 CRISPR/
Cas系统主要技术平台是DETECTR技术(Cas12a)和
SHERLOCK技术(Cas13a) [32]，这两种CRISPR技术均可

与RAP扩增技术结合，先通过RAP技术将核酸目标进

行预扩增，再用CRISPR技术进行检测。该技术已经

成功检测出如病毒检测 (ZIKA)和病毒亚型区分

(HPV)，达到信号扩增为目标序列初始浓度的104倍效

果。恒温扩增技术与电化学生物传感器结合：与传统

检测(化学发光，电泳检测、免疫试纸条法)方法相比

较，与恒温扩增技术结合所构建的生物传感器测速度

快、灵敏度高，低背景，甚至达到单分子检测水平。

YANG等 [33]利用 SDA恒温扩增技术和电化学信号放

大技术实现了对microRNA超灵敏检测，最低检测限

达到0.64 fmol/L。基于纳米材料的电化学生物传感器

大大提高了检测的灵敏度，也提高了传感器的特异性

和重现性。谢顺碧 [34]通过电化学的方法间接追踪

LAMP中产生的磷酸根离子(Pi)实现家蚕微孢子虫

PTP1基因的高灵敏检测，其检测限达17 fg/µL。
3 展望

恒温核酸扩增技术具有扩增快、操作简便、检测

简便、无需专用设备等优点，检测成本较低，有望在基

层医疗及POCT中得到广泛运用，是目前新冠肺炎核

酸快速检测中最具潜力的检测手段之一，特别是

LAMP技术已逐渐应用于检测中。除上述恒温扩增技

术存在假阳性缺陷的情况下，仍有一些问题亟待解

决。首先恒温核酸扩增技术的结果一般都是定性，无

法准确定量检测。有些文献提出用标准曲线来定量，

但是因为链置换酶具有指数扩增，很难得到满意的定

量结果；其次不同公司的恒温核酸扩增检测体系和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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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不具有兼容性，影响了技术大规模推广和应用；而

且恒温核酸扩增技术对核酸模板要求较低，并不需要
将待测样本完全将核酸纯化。因此不少研究人员尝
试用粗提取核酸样本或者免提取核酸直接扩增样

本。总而言之，恒温核酸扩增技术是一类具有突破性
的、快速而简单的核酸诊断工具。经过持续优化和改
善，恒温扩增技术必定和PCR技术一样成为新冠肺炎

核酸不可缺少的检测方法。
参考文献

[1] 王建军, 赵平, 吴亮, 等.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实验室诊断技术研究进

展[J].中国感染控制杂志, 2020, 19(5): 481-486.
[2] 张长军. 恒温扩增技术在真菌检测中的应用[J]. 临床医药文献电子

杂志, 2019, 6(59): 137.
[3] DENG H, GAO Z. Bioanalytical applications of isothermal nucleic

acid amplification techniques [J]. Analytica Chimica Acta, 2015,
853: 30-45.

[4] COMPTON J. Nucleic acid sequence-based amplification [J]. Nature,
1991, 350(6313): 91-92.

[5] UYTTENDAELE M, SCHUKKINK R, GEMEN BV, et al. Develop-
ment of NASBA?, a nucleic acid amplification system, for identifica-
tion of Listeria monocytogenes and comparison to ELISA and a modi-
fied FDAmethod [J]. nt J Food Microbiol, 1995, 27(1): 77-89.

[6] 赵锦,夏海雄, 刘雨杰, 等. 采用等温链置换扩增结合纳米金测流层

析试纸条检测登革热病毒[J]. 浙江大学学报(医学版), 2018, 47(4):
405-412.

[7] GIUFFRIDAMC, ZANOLI LM, AGATA RD, et al. Isothermal circu-
lar-strand-displacement polymerization of DNA and microRNA in
digital microfluidic devices [J]. Anal Bioanal Chem, 2015, 407(6):
1533-1543.

[8] XU L, DUAN J, CHEN J, et al. Recent advances in rolling circle am-
plification-based biosensing strategies-A review [J]. Anal Chim Acta,
2021, 1148: 238187.

[9] WANG Z, ZONG S, LIU Y, et al. Simultaneous detection of multiple
exosomal microRNAs for exosome screening based on rolling circle
amplification [J]. Nanotechnology, 2021, 32(8): 85504.

[10] TENG J, YE Y, YAO L, et al. Rolling circle amplification based am-
perometric aptamer/immuno hybrid biosensor for ultrasensitive detec-
tion of Vibrio parahaemolyticus [J]. Microchimica Acta, 2017, 184(9):
3477-3485.

[11] WANGT DC, HU LH, ZHOU YH, et al. Dual channel sensitive detec-
tion of hsa-miR-21 based on rolling circle amplification and quan-
tum dots tagging [J]. J Biomed Nanotechnol, 2014, 10(4): 615-621.

[12] 贾辉, 胡兰, 马晓威. 依赖解旋酶DNA恒温扩增技术的研究进展

[J].新农业, 2015, 45(9): 11-12.
[13] 马丽敏, 卢亦愚, 徐昌平,等. 依赖解旋酶恒温扩增技术快速检测麻

疹病毒核酸[J]. 中国疫苗和免疫, 2012, 18(6): 493-495, 540.
[14] 王晓,刘洪波, 容桂红, 等. 荧光依赖解旋酶恒温扩增技术和实时荧

光RT-PCR对手足口病检测结果的对比分析[J]. 世界最新医学信

息文摘, 2018, 18(57): 39-41.
[15] PIEPENBURG O, WILLIAMS CH, STEMPLE DL, et al. DNA de-

tection using recombination proteins [J]. PLoS Biol, 2006, 4(7):
1115-1121.

[16] ROHRMAN BA, RICHARDS-KORTUM RR. A paper and plastic de-
vice for performing recombinase polymerase amplification of HIV
DNA [J]. Lab Chip, 2012, 12(17): 3082-3088.

[17] REN J, MAN Y, LI A, et al. Detection of Salmonella enteritidis and

Salmonella typhimurium in foods using a rapid, multiplex real-time

recombinase polymerase amplification assay [J]. Journal of Food

Safety, 2020, 40(3): 12784.

[18] NAGAMINE K. Accelerated reaction by loop-mediated isothermal

amplification using loop primers [J]. Mol Cell Probes, 2002, 16:

223-229.

[19] HUANG WE, BOON L, CHIA C, et al. RT-LAMP for rapid diagno-

sis of coronavirus SARS-CoV-2 [J]. Microb Biotechnol, 2020, 13(4):

950-961.

[20] 胡宗悦, 须周恒, 卢亦愚. 环介导恒温扩增技术的常见问题分析与

研究进展[J].病毒学报, 2016, 32(5): 659-665.

[21] ELLIS RJ. Macromolecular crowding: obvious but underappreciated

[J]. Trends Biochem Sci, 2001, 26(10): 597-604.

[22] MOTRÉA, LI Y, KONG H. Enhancing helicase-dependent amplifica-

tion by fusing the helicase with the DNA polymerase [J]. Gene,

2008, 420(1): 17-22.

[23] SASAKI N, GUNJI Y, KASE C, et al. Molecular crowding improves

bead-based padlock rolling circle amplification [J]. Anal Biochem,

2017, 519: 15-18.

[24] 钟文涛, 洪美亚, 龚兴国. 大分子拥挤对DNA结构的影响[J]. 细胞

生物学杂志, 2004, 26(6): 39-42.

[25] LUO GC, YI TT, JIANG B, et al. Betaine-assisted recombinase poly-

merase assay with enhanced specificity [J]. Anal Biochem, 2019,

575: 36-39.

[26] ZHOU W, HU L, YING L, et al. A CRISPR-Cas9-triggered strand

displacement amplification method for ultrasensitive DNA detection

[J]. Nat Commun, 2018, 9(1): 5012.

[27] MIKAWA T, JIN I, SHIGEMORI Y. Single-stranded DNA binding

protein facilitates specific enrichment of circular DNA molecules us-

ing rolling circle amplification [J]. Anal Biochem, 2009, 391(2):

81-84.

[28] WALKER GT. Empirical aspects of strand displacement amplifica-

tion [J]. PCR Methods Appl, 1993, 3(1): 1-6.

[29] LIN X, HUANG X, URMANN K, et al. Digital loop-mediated iso-

thermal amplification on a commercial membrane [J]. ACS Sens,

2019, 4(1): 242-249.

[30] WAN JJ, GUO JP, LU ZX, et al. Development of a test kit for visual

loop-mediated isothermal amplification of Salmonella in spiked

ready-to-eat fruits and vegetables [J]. J Microbiol Methods, 2020,

169: 105583.

[31] 李美霞, 张庆利,刘利平, 等. 海藻糖对冷冻干燥的LAMP反应体系

的保护效果[J].渔业科学进展, 2012, 33(5): 95-101.

[32] ZHOU W, CUI H, YING L, et al. Enhanced cytosolic delivery and re-

lease of CRISPR/Cas9 by black phosphorus nanosheets for genome

editing [J]. Angew Chem Int Ed Engl, 2018, 57(32): 10268-10272.

[33] YANG K, LI J, LAMY DE LA CHAPELLE M, et al. A terahertz

metamaterial biosensor for sensitive detection of microRNAs based

on gold-nanoparticles and strand displacement amplification [J]. Bio-

sens Bioelectron, 2021, 175: 112874.

[34] 谢顺碧. 基于纳米材料和环介导恒温扩增技术的电化学生物传感

器的研究[D]. 重庆:西南大学, 2016.

(收稿日期：2022-01-11)

··2720


